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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全球城市区域发展的芝加哥战略规划 
Strategic Planning of Chicago Towards a Global City Region 

王兰 叶启明 蒋希冀 
WangLan，YeQiming,Jiangxiji 

摘要 ：芝加哥市与其郊区自治市共同协作，在 

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分析芝加哥 自 

1909--2011年间的10次规划，探讨其规划理 

念的演变，剖析芝加哥大都市区在迈向全球城 

市区域过程中的中心区和郊区的功能配置 ；同 

时在全球城市发展策略框架下，分析历次规划 

的相应措施。 

Abstract：The City of Chicago，cooperating 

with the municipalities in its suburb，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global economy．The paper 

analyzes ten plans from 1909 to 2011 in terms of 

the evolution of planning philosophies as Chicago 

metropolitan area towards a global city region． 

The functions allocated in the central city of 

Chicago and its suburban municipalities are also 

examined．The paper explores planning strategies 

inthetenplanswithin certain strategicfram ework 

of global c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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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为全美在经济实力和人口总数排名第三的城市，其市区及中心城区致力于 

打造全球城市，并与周边自治市形成共同协作的大都市区，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作 

用。芝加哥是美国为数不多的非常重视规划的城市。1909年的芝加哥规划是美国第一 

个综合规划，在战略层面为城市及其区域奠定了空间发展的框架 ；此后历次规划为芝 

加哥提供了针对当时发展的战略思路和策略，从而形成了如今的芝加哥大都市区。 

芝加哥一直重视与其郊区共同形成的大都市区域的整体发展。多个规划针对 

大都市区不同发展 阶段的问题和挑 战，对中心区和郊区提出了不同的功能定位， 

并以芝加哥中心区为核心，整合资源实现区域 良性互动 ，致力于打造全球城市区 

域 (Global City Region)。以全球城为核心的城市区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区域 

发展模式 ；经济和政治组织以区域为基础形式呈现。区域内包含从全球到地方的 

各个层级的经济活动和管治关系。空间单元形成相互依赖的层级式关系 。核心 

城市与周边腹地通过经济联系和功能互补协同发展 j。在芝加哥迈向全球城市区 

域的过程中。市区 (特别是中心区)的战略发展侧重于发展城市的金融、科技、 

文化与管理职能，致力于全球城功能的实现 ；而大都市区内城市化的郊区则在物 

流、交通与生态保育方面保持优势，并形成区域次中心。承担起郊区生活和服务 

中心的职能 】。本文分析芝加哥多次重要规划对中心区和郊区的功能定位，并针 

对全球城市发展的核心策略 (形成跨国公司的全球或区域总部 建立全球或区域 

的金融中心 发展高度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支撑策略 (建设科技创新和文化 

创意基地 打造国际性的旅游和会展目的地)和基础策略 (形成精英人才的汇聚 

地 建构信息 通信、交通枢纽)，探讨规划中的应对 。 

1芝加哥市及其大都市区规划历程 

1．1 规划层次和范围 

芝加哥大都市区统计区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总面积为28 120 km ， 

2011年人口约 973万 ，其主体位于伊利诺伊州。还包括威斯康星州和印第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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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城市经济。 

第三阶段为全球城市发展理念阶段。全球化的深化为城 

市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背景和挑战，规划开始提出如何将芝 

加哥建设成为全球城市，并开始拓展基于数据的定量分析工 

具。这一阶段的战略规划包含 1999年和2003年针对大都市 

区的战略规划 ，以及2003年中心区战略规划。 

第四阶段为全球城市区域发展理念阶段。在经历了以全 

球城市为战略目标的规划潮流后，基于理性主义的规划技术 

日臻成熟，芝加哥战略规划逐渐进入协作式规划模型，强调 

公众参与，并开展可持续发展的探讨。协作式规划，可持续， 

多样化等理念成为这一时期战略规划思想的关键词。这一阶 

段包含2005年和2011年规划，其中2005年规划将芝加哥 

市区定位为全球城。并建构了芝加哥区域内多层面的区域城 

镇体系 ；201 1年规划关注可持续发展区域，强调了作为全球 

城市区域的芝加哥需要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发挥创意与科技 

的引领作用。 

纵观芝加哥大都市区战略定位，从区域中心到全国中心， 

再到实现全球影响和可持续的繁荣。显示了有序推进的全球 

城市区域发展进程。1909年 1966年规划强调了芝加哥作 

为区域性的生活中心、产业中心和交通枢纽。1999年规划 

中将芝加哥大都市区域定位为全国重要的大都市区，强调了 

其在生态自然、交通枢纽 教育医药方面的区域中心地位。 

2003年大都市区规划突出了在就业 居住和商业方面的中 

心地位，并在同年的中心区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全球城市区域。 

2005年规划开始更关注健康和生态，并强调芝加哥大都市 

区应定位为全国和区域的科技 服务和创新中心，通过跨国 

公司实现全球影响力。2011年规划提出将芝加哥大都市区定 

位为可持续和创新的中心。虽然规划编制时代背景不同。战 

略发展侧重不同，但是对芝加哥大都市区的定位基本可以归 

纳为 ：全国性的区域中心，交通枢纽。文化中心，医疗、教 

育和科技创新等中心。 

同时。在迈向全球城市区域的过程中，芝加哥市区及 

其中心区与郊区之间的职能在演变。在区域性工业化与城 

市化的双重影响下，l909年规划强调中心区在服务、休闲、 

文化方面的建设。而郊区主要以产业发展、交通基础设施 

以及基础性的服务设施建设为主。1966—1973年，振兴传 

统中心区成为战略发展的核心任务，经济转型逐渐开始， 

增加了总部经济、健康产业 科技产业、媒体与出版产业、 

交通指挥等功能。致力于满足复合多元中心区的空间发展需 

求 ；郊区除了不断完善服务设施外，还增加了区域性生态 

保育的功能。1999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心区职能 

进一步向高端服务产业发展，开始注重金融、文化和旅游 

等与全球城发展相关的诸多方面，并开始强调数据服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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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对于区域的贡献。郊区侧重于巩固全国性的物流地位， 

并提升区域的公共交通服务。 

2003—20l1年规划关注更加可持续化的发展，强调中心 

区在金融 经济 科技创新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并强调了 

中心区在这些领域的引领角色。郊区发展关注区域次级中心 

的投资与发展。但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规划与2011年规 

划在策略设计中更加注重区域的整体性思考，弱化了中心区 

与郊区的区别性描述。 

2迈向全球城市区域发展的规划策略 

规划的战略定位和发展引导是促成芝加哥及其郊区建设 

成为全球城市区域的重要因素。针对全球城发展的核心维度 

(企业总部选址、金融业发展、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支撑维度 (科技与创意、旅游与会展)和基础维度 (精英人 

才 信息、通信与交通枢纽)，本文探讨多个规划中相应的 

空间应对和策略。 

2．1核心策略维度 

2．1．1跨国公司总部和中小企业的集聚中心 

芝加哥将吸引跨国公司总部作为建设全球城市的重要策 

略，同时也注重对中小企业的培育。1999年规划分析了当时 

的经济形势，提出芝加哥大都市区需要寻找新的角色。规划诠 

释了芝加哥需要如何超越依赖贸易、银行、旅游和会展经济的 

传统经济角色，成长为协调与控制全球制造业生产网络．管理 

生产资源分配的总部区域的角色。规划强调为跨国公司和中小 

企业提供更好的区域环境，关注融通资本 技术转化，技术提 

升、支持网络和便捷交流五个方面。其战略举措可以总结为 ： 

(1)提供便捷的城市交通服务，如从总部区域到机场的交通； 

(2)提升商业 居住环境，以留住高科技型人才 ；(3)建设 

对小 微企业友好的氛围、环境与设施 ；(4)建设区域数据服 

务中心，研究企业集群，为各类型企业选址提供决策 。 

2005年，芝加哥市所拥有的福布斯 2000强企业总部数 

量为21个，其中包括排在前 100名内的好事达保险公司和 

波音公司。受次贷危机影响。2014年芝加哥福布斯 2000强 

企业总部总数减少为 14个。主要原因为美国公司在福布斯 

排名 中大幅下滑 ；同时，2014年总部设置在芝加哥市 的福 

布斯 2000强企业在总销售额、利润和资产等方面均有不同 

程度的减少，但企业总市值有所增加。 

2005年，总部设置在芝加哥市的福布斯 2000强企业 

中，排名在 501~1 000名的企业所占比例最大，为38％；其 

次为排名 1 001~2 000名、101~500名和 1~100名的企业， 

分别占29％ 24％和9％。2014年，排名在 1 001~2 000名 

的企业所 占比例最大，为57％；其次为排名 101~500名和 







王兰 叶启明 蒋希冀 迈向全球城市区域发展的芝加哥战略规划 

面的物质空间建设外，2005年规划和 2011年规划将社区层 

面的文化建设作为城市文化内涵塑造的重要手段之一。规划 

希望实现从宏观到微观的策略推进，社区层面的设施、文化 

建设将对于芝加哥全球城市的旅游与会展角色的形成起决定 

性作用。 

在历次战略规划中，对于国际性的旅游和会展目的地 

的措施包括 ：(1)扩建和整合会展空间 ；(2)更新原有会展 

中心的配套设施 (餐饮 娱乐 住宿)；(3)完善从机场和 

交通门户区域到滨湖区及会展中心的道路和公共交通建设 ； 

(4)密歇根湖滨湖区域开发与芝加哥河沿岸开发 ；(5)保 

护城市肌理和建筑遗产。塑造芝加哥的城市文化 ；(6)创建 

多元包容的社区文化。 

2．3基础维度 

2 3．1精英人才汇集地 

精英人才是芝加哥大都市区迈向全球城市区域的重要基 

础性元素，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文化创意提供了基础条 

件。自1999年规划以全球城市为发展 目标以来，历次战略 

规划均强调人才战略，提出通过人才吸引举措和教育策略两 

个方面，推动企业集聚、创新研发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发 

展的可持续。 

在人才吸引方面，2005年规划提 出芝加哥大都市 区需 

要在高技术行业更具竞争力，而对高技术人才的吸引需要建 

设友好，有活力、世界级的商业 文化和教育氛围 [19]0 2011 

年规划则强调了 良好的社区在吸引人才方面的独特作用 [18]0 

在人才教育方面，1999年规划提出了在芝加哥中心区 

率先建立起终身学习机制 ” 。这一机制的建设依托于伊利诺 

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这样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 J。2005年规 

划提出依托高技术人才建立职业培训项目，以促进新进人才 

的快速成长 ” 。2011规划 中提 出对劳动力的服务，人力资 

源数据与信息 。以及教育与就业的衔接是提升人力资源质量 

的要素 [181。 

人才吸引与教育都是为了建构更加先进的人力资源系 

统。推进建设更具竞争力和更可持续的芝加哥全球城市区域。 

规划在这一方面的措施包括 ：(1)增加高技术岗位培训机会 ； 

(2)培育吸引高技术人才的文化、商业环境 ；(3)完善基 

础教育、终身教育或培训体系 ；(4)建立、完善人才评估机 

制 ；(5)建设宜居社区，以高品质的居住空间、步行环境和 

公共服务设施留住人才。 

在通信与信息枢纽方面，1999年通信行业 已经发展成 

为芝加哥的七大优势产业之一 【l ；通信枢纽的建设在 2003 

年、2005年以及2011年规划中均获得了重视与支持，涵盖 

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开发以及企业培育三个方面。规划重点 

关注了大数据在芝加哥建设全球城市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例 

如 2011年规划提出了建设区域大数据中心，收集公共数据， 

形成服务于区域和企业的城市信息枢纽。通过整合伊利诺伊 

州、县 自治市政府及其他主体，收集处理数据，实施技术 

改善 。推进数据公开交换 ；同时通过居民相关反馈数据的获 

取与分析。找出有待提升城市生活质量的部分 。在通信与 

信息枢纽建设方面的主要策略为 ：(1)通信设施的规划与建 

设 ；(2)区域大数据中心的建设 ；(3)通信与信息技术企业 

的培育 ；(4)社区信息技术网络建设。 

在交通枢纽方面。自 1909年芝加哥规划以来，建设交 

通枢纽一直是战略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芝加哥全球城市的 

交通枢纽地位依托于地面的道路、铁路交通体系，以及芝加 

哥航空港两个部分。交通枢纽的建设经历了从大都市区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到交通管理建设的历程。1909年规划架构了 

芝加哥大都市区的交通结构框架，当时对道路体系和铁路交 

通体系的梳理和整合为芝加哥交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后 

的规划中，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交通枢纽地面 

部分的发展策略逐渐从大规模设施建设转向以关键性项目建 

设 发展大都市区域内的公共交通 智能化的交通管理和便 

捷现代物流服务为目标。1999年芝加哥依托铁路和陆路联 

运成为美国最重要的货运交通枢纽 【1 。2011年规划强调通 

过财政手段支持战略性连接设施建设。并明确打通行政边界， 

创造更有效的货运网络 。同时，在建设全球城市区域的背 

景下。芝加哥非常注重航空中心的建设。1999年规划提出 

对奥黑尔 (O’Hare)机场扩能，并支持建设第三机场的规 

划。依据对未来航空需求的测算，在展望 2040年的多个远 

景规划中，机场将支撑起芝加哥全球城市的航空服务。2005 

年规划提出将芝加哥中心区建设成为交通管理中心，实现对 

区域交通的智能化管控。这也是首次在芝加哥的战略规划中 

提出建立智能化交通管理体系并在空间得以落实的提议 。 

综上，交通枢纽的发展策略为 ：(1)铁路与陆路的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与梳理 ；(2)航空基础设施的建设 ：(3)智能化的 

交通管理 ；(4)提议跨州的交通基础设施协作发展，实现跨 

区域的交通资源整合。 

3 结语 

2．3．2超信、信息和交通枢纽 全球城市区域以全球城为核心，涵盖了多个等级的空间 

芝加哥大都市区作为区域重要的信息．通信和交通中心， 单元，共同参与全球经济分工和竞争。芝加哥及其郊区一直 

其枢纽地位和功能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注重以规划为导向的区域协同发展。一脉相承的规划思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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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区及中心区作为全球城发展的核心空间，区域内其他自 

治市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点，与芝加哥市形成大都市区范围 

内的整体协调配合，建构多层级城市体系，不同的规划支撑 

不同方面或空间单元的协同发展，共同打造可持续性强．经 

济社会和生态平衡发展的全球城市区域[20)o其中，芝加哥市 

区 (主要是中心区空间范围)侧重发展城市的金融 科技 

文化、历史与管理职能，而郊区则在物流，交通，生态与区 

域次中心方面保持优势。支撑全球城核心功能在市区及中心 

区的优化。通过战略规划。大都市区域层面的资源能够最大 

化地合理分配在中心区和郊区，也试图兼顾社区居民需求和 

流动的全球城发展需求，从而实现区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 

针对全球城市发展策略框架中的三个维度和七个方面， 

多个规划提出了相应的空间考虑和推进策略。引导城市经济 

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不断向高端 (高附加值 价值链高端)产 

业转变。在注重金融、文化和旅游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科 

技 创意与教育。正是因为战略侧重的不断调整，才使得中 

心区和大都市区能够持续不断地健康发展。 

我国城市在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全球竞争中。需要充分 

考虑中心区和郊区腹地、核心城市和区域内周边城市之间的 

功能配置。特大城市在以迈向全球城市区域为目标的规划编 

制中，需要从全球城市发展策略的维度和方面考虑，编制相 

应的城镇体系规划和区域规划。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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